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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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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国家智能家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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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多维度地提出了家用扫地机器人产品智能水平的评价指标和评价

方法。根据家用扫地机器人产品的技术发展趋势，按照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原则，选取了对增强产

品功能、提升产品性能、改善用户体验具有一定价值的“安全、可靠、清洁、易用、节能”五个方面

的智能功能进行评价。针对各项智能功能，提出了量化评价指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测评方法，

重点突出产品如何通过各种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产品功能更强、性能更高、体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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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扫地机器人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家用扫地机器人（以下简称“器具”）智能功能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

及智能水平等级、评价指标和测评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家用或类似用途的扫地机器人的智能水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536.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28219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T/CAS 290-2017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评价技术指南 

T/CAS 287-2017 家用电冰箱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19 及 T/CAS 290-20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

重复列出了 GB/T 20000.1、GB/T 28219 及 T/CAS 290-2017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智能家用扫地机器人 smart household sweeping robot 

应用了智能化技术或具有了智能化能力/功能的扫地机器人。 

3.2  

软件功能安全 software functional safety 

采用软件实现插座非正常工作状态下保护的功能。 

注：IEC 61508(GB/T 20438)系列标准中“功能安全”的定义是：与受控设备和受控设备控制系统有关的整体安全

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其他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部风险降低设施功能的正确

行使的功能。 

3.3  

信息技术安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urity 

通过采用安全功能要求和安全保障要求，使评估对象能够抵御攻击者的威胁，保证数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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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性和可用性的功能。 

[T/CAS 290-2017,附录 C] 

注：器具的评估对象包括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APP）、远程服务器等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功能模块。 

3.4  

可视化清洁功能 visual cleaning function 

器具可实时接收 APP 端或遥控器端的清扫区域或方向等命令，并提供清扫区域显示,在清扫后提

供整体清洁数据、历史清扫查询等的功能。 

3.5  

远程控制功能 remote control function 

器具接收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 APP 软件通过局域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发出的操

作指令，实现器具相应功能的功能。 

3.6  

场景控制功能 scene control function  

在触发用户自定义的响应条件后，器具与其他家电设备联动控制，协调完成用户的某一项或某

几项需求的功能。 

3.7  

联网模块 OTA networking module OTA  

器具的联网模块在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服务器向远程控制终端(如手机 APP)推送联网固件升

级的信息并需用户点击确认升级的功能。 

注：Over-the-Air Technology，即空中下载技术。通过无线局域网、移动通信等无线网络的空中接口对器具的数

据和程序进行远程管理的技术，本标准中简称“OTA”, 参见T/CAS 287-2017,定义3.4。 

3.8  

器具控制功能 OTA appliance control function OTA  

器具的联网模块在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联网模块下载器具功能程序固件或

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等参数，且用户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终

端 APP 确认升级信息并点击升级的功能。 

3.9  

智能指数 intelligent index 

用于表征器具智能水平高低的一组数字和字母的组合，由达到相应等级的智能效用的个数和对

应的智能等级组成。智能指数可表示“mAnB”的形式。 

注1：本标准中m=0,1,2,3,4,5，n≤5-m； 

注2：根据组合关系，5A0B表示智能水平最高，0A0B表示智能水平最差。 

注3：通常为了方便，“mAnB”中当m=0，指数简记为“nB”，当n=0时，指数简记为“mA”； 

3.10  

智能效用 purpose and effect of intelligent functions 

器具通过智能功能达到的用户所期望的用途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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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器具的智能效用包括安全、可靠、清洁、易用、节能5个方面。 

4 评价指标体系及智能水平等级 

4.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十五项智能功能组成，每个智能功能具有不同的智能效用。根据智能效用，本

标准规定了不同智能功能的分值权重。智能功能评价对应关系见表 1。 

表1  智能功能评价技术要求和测评方法对应关系 

序号 智能功能 智能效用 评价要求 测评方法 分值（分） 

1 技术安全 软件功能安全 安全、可靠 5.1 6.1 30 

2 信息技术安全 安全、可靠 5.2 6.2 30 

3 智能水平 路径规划功能 清洁、易用、节能 5.3 6.3 50 

4 可视化清洁功能 易用、节能 5.4 6.4 20 

5 运行自适应功能 清洁、易用、节能 5.5 6.5 30 

6 自动回充功能 可靠、易用 5.6 6.6 30 

7 断点续扫功能 易用、节能 5.7 6.7 30 

8 分区功能 易用 5.8 6.8 30 

9 远程控制功能 易用 5.9 6.9 10 

10 场景控制功能 易用 5.10 6.10 30 

11 维护预测功能 可靠、易用 5.11 6.11 20 

12 定时预约功能 易用 5.12 6.12 20 

13 联网模块OTA 安全、可靠 5.13 6.13 10 

14 器具控制功能OTA 安全、可靠、易用 5.14 6.14 20 

注：器具各项智能功能的实际得分根据表中“智能效用”一列的分布，分别累加到相应的各个智能效用总

分，例如“软件功能安全”实际得分20分，则“安全”、“可靠”两个智能效用方面分别累计20分。 

 

4.2 智能水平等级 

根据表 1，通过第 5 章和第 6 章的要求和检测评价，可以得出器具每项智能功能的实际得分，

并分别累加到相应的智能效用总分中，进而确定器具在智能效用方面所达到的智能水平等级，见表

2。 

 

 

 

 

 

 

 

 



T/CAS xxx—2020 

4 

 

 

表2  器具智能水平等级判定 

智能效用 
智能等级 

A级 B级 

安全 ＞70  50～70  

可靠 ＞110  80～110  

清洁 ＞60  40～60  

易用 ＞230 170～230  

节能 ＞100  70～100  

 

智能水平等级可用智能指数表示。 

5 评价指标 

5.1 软件功能安全 

依据 GB/T 14536.1，器具中用于保护用户和环境安全的软件应符合标准中所规定的 B 级软件或

C 级软件要求。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1（向上圆整到整数位），其

中达到 B 级或以上（100%），否则（0%），记为 a1。 

5.2 信息技术安全 

器具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端（APP）以及远程管理模块（云）在信息技术安全至少应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2.1.1～C.7.2.1.6 的要求；或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4.2 和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2 所规定的 B 等级要求；或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4.3 和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3 所规定的 A 等级要求。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2（向上圆整到整数位），其

中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A 级（100%）；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B 级（80%）；达

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2.1.1—C.7.2.1.6 要求（50%），记为 a2。 

5.3 路径规划功能 

器具能根据自身对环境的感知,通过定位、构图等自行规划出一条安全的运行路线,完成清扫作业，

同时满足遍历性和不重复性。 

评分规则：满分 5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50×a3×b3（向上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器具对环境的感知、定位和构图等的准确度不受光照条件，障碍物的反光率（如落地镜等），

环境温度等影响（100%），会受其中某种或某几种因素影响（70%），记为 a3； 

b）器具的路径规划具有记忆功能，清扫过的环境下路径规划更快（100%），不具有记忆功能，

每次清扫都重新规划（80%），记为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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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可视化清洁功能 

器具能够实时接收 APP 端或遥控器端的指令，并提供清扫区域显示、整体清洁报告、历史清扫

查询等，以便让用户更直观掌握、控制器具的工作和房间的清洁状态。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20×a4×b4（向上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器具能够提供清扫区域显示、整体清洁报告、历史清扫查询等两种及以上方式的显示或查询

（100%），仅能提供一种显示或查询（80%），不能提供任何显示或查询（50%），记为 a4； 

b）用户能够在 APP 端的显示区域上绘制清扫轨迹，控制器具工作（100%），用户仅能通过遥控

器控制器具清扫方向(如:前后左右)（70%），不支持 APP 端或遥控器任意一种方式控制器具动作

（50%），记为 b4。 

5.5 运行自适应功能 

器具能够根据垃圾种类、垃圾量、地面材质、环境噪音等检测参数，自动判断器具应运行的参

数（如：调整马达功率，调整吸力；调整运行速度；调整往返清洁次数；水箱渗水速度、模式等）并

自动运行。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5（向上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能够检测到至少 3 种基本参数并自适应调整运行参数（100%），只能检测其中 1 至 2 种的参

数并自适应调整运行参数（80%），有多种参数或模式,但是需要人工手动干预等方式调整(50%),记为

a5。 

5.6 自动回充功能 

器具能够在自身电量不足时主动回到充电座进行充电。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6×b6（向上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器具的回充路径不是完全的沿墙沿边路径（100%），靠沿墙沿边等方式寻找（50%）记为 a6； 

b)器具可以从任意点启动清扫后,成功寻找到充电座完成回充（100%），器具只有从充电座启动

清扫后,才能成功寻找到充电座完成回充（80%），记为 b6。 

5.7 断点续扫功能 

器具在一次清扫任务未完成时，因电量不足进行回充后，能够自动继续执行未完成区域的清扫

工作。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7（向上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充电完成后能自动继续完成清扫工作（100%）；充电完成后需人为启动清扫（50%），记为 a7。 

5.8 分区功能 

器具能够通过识别磁条、虚拟墙或接收用户在控制终端 APP 划定的区域边界等方式，区分出不

同区域，以满足用户定制化和个性化需求。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8×b8（向上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可通过接受用户在远程控制终端 APP 上划定区域边界的方式进行分区（100%），通过识别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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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虚拟墙方式进行区分（80%），记为 a8； 

b）可以将全部空间划分为禁止清扫区、需清扫区、重点清扫区等多种区域（100%），只能区分

需清扫区和禁止清扫区（80%）,记为 b8。 

5.9 远程控制功能 

器具的远程控制功能应满足以下条件： 

a）充满电状态器具初次配网步骤宜≤5 步； 

b）用户按下控制终端（APP）功能按键后，器具开启相应功能，响应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2s； 

c）用户远程控制器具的成功率不应小于 98%； 

d）当器具接收到相应的指令时，应有明确的声音或显示反馈；  

e）当器具相应功能开启后，控制终端（APP）应有明确的反馈指示。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10×a9×b9×c9×d9×e9（向上

圆整到整数位），其中： 

a）初次配网步骤数满足要求（100%），步骤数＞5 步（80%）记为 a9； 

b）响应时间达到要求（100%），响应时间间隔＞2s（80%），记为 b9； 

c）成功率达到要求（100%），成功率＜98%（80%），记为 c9； 

d）器具接收到指令后有声音或显示提示（100%），没有声音或显示提示（80%），记为 d9； 

e）远程控制终端 APP 有明确的反馈提示（100%），远程控制终端 APP 没有明确的反馈提示

（80%），记为 e9。 

5.10 场景控制功能 

当按下远程控制终端上的情景按键后，器具和其他家电设备应能同时开启相应功能；当器具和

其他家电接收到相应的指令时，应有明确的声音或显示反馈。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10×b10×c10×d10（向上

圆整到整数位），其中： 

a）场景支持 3 种及以上联动场景（100%），支持 1 种～2 种联动场景（80%），记为 a10； 

b）联动成功率不低于 90%（100%），联动成功率＜90%（80%），记为 b10； 

c）场景可以自定义（100%），仅支持特定的场景，不可自定义（80%），记为 c10； 

d）能够场景预约（100%），不支持场景预约（80%），记为 d10。 

5.11 维护预测功能 

器具能够通过累计时间或传感器检测等方式，预测出扫刷、滤网或垃圾盒等部件需要更换或清

理等，并提醒用户。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20×a11×b11（向上圆整到整数

位），其中： 

a）能依据传感器检测方式进行预测（100%），依据累计实际使用时间或实际使用次数方式进行

预测（80%），依据累计总时间（不能区分实际使用时长和待机时长）进行预测（50%），记为 a11； 

b）能够通过语音、APP 和器具本体显示等多种方式提醒用户（100%），仅能通过器具本体显示

方式提醒用户（80%）,记为 b11。 

5.12 定时预约功能 

器具能够按照用户预先设定好的时间自启动，并执行清扫功能。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20×a12×b12（向上圆整到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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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中： 

a） 能够预约设置任意天数清扫且每天的清扫时间点可以不同（100%），能够预约设置任意天

数清扫但每天的清扫时间点必须相同（80%），记为 a12； 

b）预约时间的同时能够设定清扫模式、划分区域等（100%），否则（80%），记为 b12。 

5.13 联网模块 OTA 

器具的联网模块宜具有 OTA 功能，且满足下述要求：  

a）当有新联网模块固件时，器具的远程控制端软件（APP）应能提示用户可升级状态和版本信

息，在用户点击升级后，可对联网模块的固件升级。 

b）联网模块固件下载失败或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联网模块仍应可以正常工作。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10×a13×b13×c13（向上圆整

到整数位），其中： 

a）提示用户升级并需用户确认（100%），不能提示用户升级或者不经用户同意自动升级（80%），

记为 a13； 

b）升级过程中出现断电断网，原联网模块可以正常工作（100%），断电断网会影响原联网模块

的正常工作（0%），记为 b13； 

c）能够查询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100%），不能查询版本信息（80%），记为 c13。 

5.14 器具控制功能 OTA  

器具的控制功能 OTA 应满足以下条件： 

a）当有新的器具功能程序固件时，器具的远程控制端软件（APP）应能提示用户可升级状态和

版本信息，在用户点击升级后，可对器具功能程序固件升级； 

b）器具功能程序固件下载失败或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器具功能程序固件仍应可以正常工作；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20×a14×b14×c14×d14（向上

圆整到整数位），其中： 

a）提示用户升级并需用户确认（100%），不能提示用户升级或者不经用户同意自动升级（80%），

记为 a14； 

b）升级过程中的断电断网恢复后，可以正常工作（100%），断网断电影响器具原功能程序固件

正常工作（0%），记为 b14； 

c）能够查看器具功能程序升级进度、状态、版本信息（100%），不支持查看升级进度、状态、

版本信息（80%），记为 c14。 

6 测评方法 

试验应在 15℃到 25℃的环境温度进行，另有规定者除外。 

6.1 软件功能安全 

通过 GB/T 14536.1-2008 附录 H 检测软件功能安全功能。 

6.2 信息技术安全 

依据 T/CAS 290-2017 附录 C 进行信息技术安全检测。 

6.3 路径规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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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试验工具及条件 

充满电的器具，秒表，温度计，落地镜（任意边长不小于被测器具的直径）。 

6.3.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 在实验室开灯状态下，运行一次器具，观察运行路径并记为路径 a，记录完整一次清洁任务

完成的总耗时，记为耗时 a 

b) 保持室内环境参数不变，再运行一次器具，观察运行路径并记为路径 b，记录完整一次清洁

任务完成的总耗时，记为耗时 b； 

c) 在实验室关灯状态下，运行一次器具，观察运行路径并记为路径 c； 

d) 在实验室开灯状态下，将落地镜立于室内任一墙脚处，运行一次器具，观察运行路径并记为

路径 d； 

e) 在实验室开灯状态下，取出落地镜，将实验室内温度加热至约 30℃，运行一次器具，观察

运行路径并记为路径 e 

6.3.3 监测数据： 

路径 b 至路径 e 分别与路径 a 进行对比；耗时 b 与耗时 a 进行对比。 

6.3.4 判定准则： 

依据 5.3 进行判断。 

6.4 可视化清洁功能 

6.4.1 试验工具及条件 

充满电的器具，秒表； 

稳定的网络的环境（WLAN 和 3G、4G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器具的联网模

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4.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远程控制终端的 APP 与器具配置连接； 

b）运行器具 3 次，每次运行 60min 至 120min 不等，且每次清扫的起始点不同； 

c）停止器具； 

d）视检 APP 端可提供的查询显示。 

整体清洁报告内容宜包括：本次清扫用时、清洁垃圾量、清洁面积，用电量，轨迹、日志等。 

e）若适用，使用 APP 控制器具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绘制清扫轨迹、设置清扫模式等； 

6.4.3 监测数据 

检测 APP 端可提供的查询种类及数量（显示与实际运行不符的不计数）；视检器具的运行与 APP

端的控制指令是否相符。 

6.4.4 判定准则 

依据 5.4 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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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运行自适应功能 

通过附录 A 检测运行自适应功能 

6.6 自动回充功能 

6.6.1 试验工具及条件： 

充满电的器具。 

6.6.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充电桩通电且器具放于充电桩上； 

b）启动器具运行完整的一次清洁任务，观察器具回充路径； 

c）将器具放于试验室内除充电桩处的任一地点，启动器具并运行一次完整的清洁任务，观察其

后续动作； 

6.6.3 监测数据 

能否回充及回充路径。 

6.6.4 判定准则 

依据 5.6 进行判定 

6.7 断点续扫功能 

6.7.1 试验工具及条件： 

器具 

6.7.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启动器具进行持续清扫（整个清扫过程中器具不进行充电），直到电池电量耗尽或自启动回

充动作（若在此之前器具因清扫任务完成自动返回充电桩待机，则阻止其返回，强制重启进行再次

清扫）; 

b）待器具回充结束后，观察其后续动作及状态。 

6.7.3 监测数据 

回充后的动作及状态 

6.7.4 判定准则 

依据 5.7 进行判定 

6.8 分区功能 

6.8.1 试验工具及条件： 

器具及其全部配件（如：磁条、虚拟墙等）； 

远程控制终端（如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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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网络的环境（WLAN 和 3G、4G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器具的联网模

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8.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使器具及其全部配件处于充满电的状态，使远程控制终端处于充满电的状态； 

b）若器具支持远程控制端进行分区，则下载配置 APP，连接远程控制端与器具； 

在 APP 上任意划定清扫区域（或禁止清扫区域），运行器具，视检其清扫区域边界（注：共重复

划定区域三次，每次划定不同区域）； 

c）若器具支持识别磁条或虚拟墙等方式分区，则任意粘贴磁条或摆放虚拟墙以划定清扫区域（或

禁止清扫区域），运行器具，视检其清扫区域边界（注：共重复划定区域三次，每次划定不同区域）； 

d）若适用，则划定出器具说明书中声明支持的全部区域种类，运行器具，视检其在不同区域的

运行模式。 

6.8.3 监测数据 

分区方式；运行模式。 

6.8.4 判定准则 

依据 5.8 进行判定。 

6.9 远程控制功能 

6.9.1 试验工具及条件： 

秒表，远程控制端（如手机）； 

稳定的网络的环境（WLAN 和 3G、4G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器具的联网模

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9.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远程控制终端的 APP 与器具配置连接，记录该过程总的配置步数； 

b）按下 APP 端操作器具动作的任意按键，同时按下秒表计时； 

c）按下 APP 端操作器具动作的任意按键，至少 50 次（实际总次数记为 A），每次按下后视检器

具的动作是否与指令相符，记录成功次数 B； 

d）按下 APP 端操作器具动作的任意按键，检查器具收到指令后的反应 

e）按下 APP 端操作器具动作的任意按键，检查 APP 的反应 

6.9.3 监测数据 

配置步数；响应时间；成功率=
B

A
×100%；APP 发出指令后的器具及 APP 端的反应状态。 

6.9.4 判定准则 

依据 5.9 进行判定。 

6.10 场景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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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试验工具及条件： 

稳定的网络的环境（WLAN 和 3G、4G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器具的联网模

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0.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充满电的器具依据说明书进行联动设置； 

b）按下远程控制终端的情景功能按钮，然后观察器具和其他家电的响应。 

6.10.3 监测数据 

场景联动中涉及到的家电种类，联动成功率，以及场景能否自定义、预约。 

6.10.4 判定准则 

依据 5.10 进行判断。 

6.11 维护预测功能 

6.11.1 试验工具及条件： 

秒表 

6.11.2 试验程序： 

a）依据说明书或相关技术资料检查器具组件的维护预测方式，并针对该方式人为实现维护提示

的触发条件（如，改变集尘器重量、连续运行至维护时间的上限或次数上限），检查器具能否触发维

护提示； 

b)检查器具的提示方式。 

6.11.3 监测数据： 

器具本体或 APP 的维护预测提示。 

6.11.4 判定准则： 

依据 5.11 进行判定。 

6.12 定时预约功能 

6.12.1 试验工具及条件： 

秒表 

6.12.2 试验程序 

a）若适用，一次预约三天且每天定不同的启动时刻，并在每天的预约时刻视检器具启动情况； 

b）若适用，一次预约三天且每天定相同的启动时刻，并在每天的预约时刻视检器具启动情况； 

c）若适用，任一选定预约的时间，同时设置清扫模式、划分区域，并在预约时刻视检器具启动

及运行情况； 

6.12.3 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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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每次启动时间与设定时间的一致性。 

6.12.4 判定准则 

依据 5.12 进行判定。 

6.13 联网模块 OTA 

6.13.1 试验工具及条件： 

稳定的网络的环境（WLAN 和 3G、4G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插座的联网模

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3.2 试验程序 

a）将器具充满电； 

b）服务器挂载两个联网模块固件程序，保证版本号不一样，可做测试升级切换。 

6.13.3 监测数据 

APP 能够显示当前两个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最新固件版本信息，升级时有进度提示，升级

完成后显示升级完成信息。也可通过后台服务器监测两个联网模块升级状态信息。 

6.13.4 判定准则 

依据 5.13 进行判断。 

6.14 器具控制功能 OTA 

6.14.1 试验条件 

稳定网络的环境（WLAN 和 3G、4G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插座的联网模块、

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4.2 试验程序 

a）将器具充满电； 

b）服务器挂载两个插座控制功能固件程序，保证版本号不一样，可做测试升级切换。 

6.14.3 监测数据 

APP 能够显示当前器具功能程序固件版本信息和最新固件版本信息，升级时有进度提示，升级

完成后显示升级完成信息。也可通过后台服务器监测器具功能程序固件升级状态信息。 

6.14.4 判定准则 

依据 5.14 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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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运行自适应功能评价方法 

A.1 试验条件 

将器具按照器具说明书及其他技术资料条件进行安装调试且充满电。 

试验物品及设备： 

——小米、黄豆(直径约 5mm)、钢珠(直径约 10mm)、5 号电池、水、线缆（截面直径约 10mm）、

碎纸片，各 50g； 

——电子秤； 

——大理石、木质、地毯，各面积约 4m2； 

——光线照度计； 

——功率计； 

——秒表。 

A.2 试验程序 

结算二维码或者密码；结算完成时间。 

按照表 A.1 设置负载条件和器具工作参数，并记录器具实际运行参数。 

表 A.1 运行模式自适应功能检查表 

序号 垃圾种类 垃圾量(g) 地面材质 

初始设定 小米 50 大理石 

设定 1 √ — — 

设定 2 — √ — 

设定 3 — — √ 

注 1：垃圾种类依次变化为：小米、豆子、钢珠、5 号电池、水、线缆、碎纸片； 

注 2：垃圾量依次变化为：10g、30g、50g，且均为平铺状； 

注 3：地面材质依次变化为：大理石、木质、地毯； 

 

A.3 监测数据 

器具工作程序、显示屏或控制端软件（APP）状态变化等。 

A.4 判定准则 

依据 5.5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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